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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中小企業 

一、中小企業之定義 

    對於企業規模大小的衡量，通常可以從「定性」與「定量」兩方面來

探討。Broom（1975）指出，「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可以「經營規模」

來加以區別，所謂的「中小企業」即是指經營規模相對於大企業為小之企業。

企業之經營規模可透過總產出、銷售總值、總資產、總資本投入及雇用員

工人數等不同的經濟指標來衡量企業規模之大小，但由於各國的國情、政

府政策、產業特色有所不同，因此中小企業的定義並非絕對的。管理學者 Peter 

Drucker（1967）亦曾以員工人數、銷售額、附加價值、技術複雜性、生產範圍

複雜性及多角化程度、目前依存的行業結構、本身的市場佔有率… 等，來作為衡

量企業大小的標準。 

1.定性的標準 

    所謂中小企業的「定性」標準，主要是以「相對」的觀念來區分大企

業與中小企業，這種判斷方式較為主觀。在定性的標準之下，中小企業的

認定方式主要是以經理人與企業所有人的關係，以及企業的法? 形式為基

礎。一般來說，中小企業的經理人通常為所有人兼任，並不像一般大型企

業的管理權和所有權是分離的，且中小企業在法? 上較常以獨資或少數人

合資的無限或有限公司存在，企業股權高度集中於少數人手中，而大型企

業的股權則分於各個股東。英國學者 Bolton（1971）曾對英國的中小企業

進行調查，在其 Small Firms：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Inquiry on Small 

Firms的調查報告中將中小企業定義如下： 

‧在經營市場上佔有率相對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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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上業主多採事必躬親的作風，而不隨意假手於專業管理人員。 

‧在決策上業主可以不受限制而獨斷獨行。 

    美國的經濟發展委員會（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則

認為只要具以下列一項或多項標準即為中小企業： 

‧經營管理是獨立的，通常業主即是經理人。 

‧由個人或某一小團體提供資金來源，且資金提供者掌握公司所有權。 

‧經營範圍多限於地方性，員工與所有者居於同一區域內，但市場則不限

於同區域。  

2.定量的標準 

     世界各國在定義中小企業，通常採用「定量」的標準，國內學者胡

名雯（民 85）檢視中小企業相關文獻中發現，大多數文獻對中小企業的定

義採用「統計定義」為主，但各國依其國情及經濟發展程度的不同，分別

針對員工數、固定資產、獲益率、總銷售額、所有權資本等方面訂定符合

該國國情的定義。各國對於中小企業的定量標準如表【2-1-1】： 

表【2-1-1】世界各國中小企業定量標準表 

國家 定  義 

英國 

通常以雇用員工數不滿 25人或資產淨額為 2萬 5千英磅至 10

萬英磅者為小型企業。雇用員工數在 100人以上，或資產淨值

在 50萬英磅以上者為大企業。兩者之間則為中型企業。  

美國 

製造業：每年營業額在 350萬美元以下者，經常雇用員工數在

500人以上，1,000人以下者。 

礦業：每年營業額在 350萬美元至 1,250萬美元以下者，經常

雇用員工數在 500人以下者。 

運輸業：每年營業額 350萬美元以上，1,250萬美元以下，經

常雇用員工數在 500人以上，1,500人以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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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1】世界各國中小企業定量標準表  （續） 

國家 定  義 

美國 

建設業：每年營業額在 700萬美元以下者。 

零售業：每年營業額在 350萬美元以上，1,350萬美元以下者。 

批發業：經常雇用員工數在 500人以下者。 

服務業：每年營業額在 350萬美元以上，1,450萬美元以下。 

日本 

工業、礦業、運輸業及其他業資本額（出資總額）在一億日圓

以下，而其經常雇用員工數在 300人以下者。 

零售業、服務業資本額（出資總額）在 1,000萬日圓以下而其

經常雇用員工數在 50人以下者。 

批發業資本額（出資總額）在 3,000萬日圓以下，雇用員工數

在 100人以下者。  

韓國 

工業及其他製造業、礦業、運輸業其經常雇用員工數，小企業

為 20人以下，中企業為 21人以上，300人以下者。資產總額

無限制，但作為中小企業者，超過其行業資產總額的規模基準

者除外。 

建設業：小企業為 20人以下，中企業為 21人以上，200人以

下者。 

商業及服務業：小企業為 5人以下，中企業為 6人以上，20

人以下者。  

義大利 
中小企業係資本性投資不超過 15億里拉(Lira)，其雇用員工數

在 10人以下者為小企業，不超過 500人者為中企業。  

荷蘭 
對中小企業無固定定義，一般而言，雇用員工數在 10人以下

者為小企業，100人以下者為中企業。  

奧地利 雇用員工數 50人以下者為中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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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1】世界各國中小企業定量標準表  （續） 

國家 定  義 

德國 

雇用員工數 1至 2人，營業額在 10萬馬克以下者為微型企業；

雇用員工數 3至 49人，營業額在 10萬至 500萬馬克者為小

型企業； 

雇用員工數在 50至 499人，營業額在 500萬至 1億馬克以上

者為中型企業； 

雇用員工數在 500人以上，營業額超過 1億馬克以上者為大型

企業。 

法國 
雇用員工數 50人以下者為小企業，51至 100人為中型企業，

其餘皆大型企業。  

比利時 

雇用員工數 10人以下者為小工業，50人以下者為中型企業。

商業以雇用員工數 20人以下者為小企業，工業以 50人以下為

小企業。  

盧森堡 
雇用員工數 50人以下者為小企業，50至 200人為中型企業，

200人以上者為大型企業。  

西班牙 
雇用員工數 100人以下者為小企業，101至 249人為中型企業

，250人以上者為大型企業。  

丹麥 以雇用員工數不及 20人者為中小企業。  

瑞典 雇用員工數 50人以下者為中小企業。  

挪威 雇用員工數不及 20人為中小企業。  

芬蘭 
雇用員工數 100人以下者為小企業，101至 249人為中型企業

，250人以上者為大型企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顏有志（民 89：83） 

    自民國五十六年九月行政院為輔導台灣中小企業，頒佈「中小企業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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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準則」，為我國中小企業最早的認定標準。歷年來該定義由於環境的變

遷以及實際的需要，屢有更改，但是原則上皆以資本額、營業額及常雇員

工人數作為定義規模的標的。根據經濟部九十一年中小企業白皮書的定義

，現今對於中小企業的衡量標準如下： 

‧凡是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業、營造業的資本額在八千萬元以下，或

農林漁牧業、水電燃氣業、商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金融保險不動

產業、工商服務業、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前一年營業額在新台幣一億

元以下者，即可稱為中小企業。 

‧若採用常雇員工人數作為規模的衡量標的，則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

業、營造業的常雇員工人數在 200人以下，或農林漁牧業、水電燃氣業

、商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金融保險不動產業、工商服務業、社會

服務及個人服務業經常雇用員工數未滿五十人者。 

    其中對於「小規模企業」的認定標準如下： 

‧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經常雇用員工數未滿二十人者。農

林漁牧業、水電燃氣業、商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金融保險不動產

業、工商服務業、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經常雇用員工數未滿五人者。 

表【2-1-2】即為歷年來我國中小企業的定義彙整表： 

表【2-1-2】我國歷年中小企業定義彙整表 

行業別 

公布時間 
製造業 礦業、土石採取業 

商業、運輸業、 

其他服務業 

56年 9月  

．資本額新台幣 500

萬元以下。 

．經常雇用員工在

100人以下。  

  ．全年營業額在新

台幣 500萬元以

下。 

．經常雇用員工在

50人以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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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2】我國歷年中小企業定義彙整表  （續） 

62年 3月  

．登記資本額在新台

幣 500萬元以下

，資產總額不超過

新台幣 2,000萬

元。 

．登記資本額在新台

幣 500萬元以下

，經常雇用員工人

數符合下列標準： 

1.製衣、製鞋、電子

業在 300人以下

者。 

2.食品業在 200人以

下者。 

3.其他各業在 100人

以下者。  

  同上。  

66年 8月  

．實收資本額在新台

幣 2,000萬以下，

資產總額不超過

新台幣 6,000萬

者。 

．經常雇用員工不超

過 300人。  

．實收資本額在新台

幣 2,000萬元以下 

．經常雇用員工在

500人以下者。  

．每年營業額在新

台幣 2,000萬元

以下 

．經常雇用員工在

50人以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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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2】我國歷年中小企業定義彙整表  （續） 

68年 2月  

同上。 實收資本額在新台

幣 4,000萬元以下

者。  

同上。 

71年 7月  

實收資本額新台幣

4,000萬以下，資產

總額不超過新台幣 1

億 2,000萬。  

同上。  每年營業額在新

台幣 4,000萬元

以下者。  

80年 11月  
同上，但行業別改為

製造業、營造業。  

同上。  同上。  

84年 11月  

．行業別包括製造業

、營造業、礦業及

土石採取業。 

．實收資本額在新台

幣 6,000萬元以下

者 

．經常雇用員工不超

過 200人者。  

．行業別包括農林漁

牧、水電燃氣業、

商業、服務業。 

．每年營業額在新台

幣 8,000萬元以下

，或經常雇用員工

未滿 50人者。  

 

89年 5月 

中小企業： 

．行業別包括製造業

、營造業、礦業及

土石採取業。 

．實收資本額在新台

幣 8,000萬元以下

者 

中小企業： 

．農林漁牧業、水電

燃氣業、商業、運

輸、倉儲及通信業

、金融保險不動產

業、工商服務業、

社會服務業、 

 



我國中小型資訊軟體業技術知識特質與創新行為之研究 
 

 
 2 - 8 

表【2-1-2】我國歷年中小企業定義彙整表  （續） 

89年 5月 

．經常雇員工不超過

200人者。 

社會服務及個人服

務業前一年營業額

在新台幣 1億元以下

者，或常雇員工未滿

50人者。 

同上。 

89年 5月 

小企業： 

製造業、營造業、礦

業及土石採取業經

常雇用員工數未滿

20人者。  

小企業： 

農林漁牧業、水電燃

氣業、商業、運輸、

倉儲及通信業、金融

保險不動產業、工商

服務業、社會服務業

、社會服務及個人服

務業經常雇用員工

數未滿 5人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經濟部中小企業，中小企業白皮書 

 

二、中小企業之特性與特質 

    中小企業在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上皆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對於我國

的經濟發展亦立下不少汗馬功勞。于宗先（民 83）歸納台灣中小企業的成

功因素，包括應付環境的應變力大、處理因難之韌性強、充分運用網路關

係、把握機會分散風險、靈活地引進技術及冒險犯難、開拓市場等（蔡渭

水、周文峰、楊仲偉，民 88）。洪金火（民 90）在研究台灣中小企業水平

分工–合作式分殖時，亦針對台灣中小企業的特性提出看法，這些特性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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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度的出口導向  

2.高度的應變能力  

3.旺盛的企業家精神 

4.分散風險較易、進出障礙較小 

5.成本控制較易且資金分配效率較高 

6.市場區隔明確、資訊溝通迅速、管理較易、專業經營、生產導向、OEM

業務居多 

7.人力及財力資源較少 

因此，台灣的中小企業從業者多能掌握產品設計及改善之技術，針對

市場需要，能快速改變設計，適時地供應市場而獲利（中華民國管理科學

會，民 83）。 

    在探討企業策略運用成功的要件，司徒達賢（民 83）認為，中小企業

在運作上的特色，大致上和它規模小的本質有密切的關聯，並善用此條件

，掌握外界環境的機會。這些特色包括： 

1.網路式的合作生產策略，力求彈性和快速反應。 

2.針對特定區隔，以滿足其特殊需求。 

3.經營者通常身兼採購和銷售業務，可立即判斷，作權宜處置，免除授權

不足的僵固性。 

4.多利用正式金融機構以外的管道取得資金。 

5.人事包袱輕，員工在工時和心力方面的付出較大。 

6.充份運用人際網路以開展事業、蒐集資訊、融通資金、良好關係的建立

與維持，是其最主要的工作之一。 

7.企業主本身是資訊蒐集處理、交換的中樞，他們必須隨時保持消息靈通

，以片段資訊作為決策依據。 

8.決策過程極為直接，全憑經營者親自分析、研判，取決於一念之間成分

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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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對組織設計與制度建立的問題較不關心，全憑經營者本身的管理能力為

之。 

司徒達賢（民 83）更進一步指出，台灣的中小企業善於將「規模小」

從限制條件轉變成為競爭優勢的來源，這些競爭優勢包括：業務專精、有

限的成本控制、高度經營彈性、接近客戶且資訊通暢、目標統一、交易成

本低、代理成本低、資金分配效率較高等。 

在中小企業的組織架構方面，家族、獨資與合資是中小企業的基本架

構（中華民國管理科學會，民 83）。中小企業可能由個人或數位合夥人共

同創業，合夥人可能是同一企業不同單位之同事，也可能是服務於不同公

司而各有專長的老同學；還有些企業是由創業者與原有老闆共同投資成為

關係企業或供應商，如此形成企業體，規模雖小，但已結合了各種不同的

專業（司徒達賢，民 83）。 

相對於大企業，人才缺乏與資金不足常是中小企業經營所面對的問

題。中小企業常由於人事制度不健全，人才晉升以家族成員為優先，員工

的工作保障低，較缺乏專業的管理及技術人才。在資金籌措方面，中小企

業的資金取得成本與風險亦較大企業為高。 

蔡美慧（民 85）在其碩士論文「高科技產業下之中小企業發展」中，

對於中小企業在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可行性進行研究，得到下列的研究發

現： 

‧與傳統的中小企業不同：創業者多半是擁有技術背景的工程人員或學者

出身，所以即使面對高科技產業的高門檻障礙、及資本額不足的弱勢之

下，仍擁有優勢跨越而進入，因此能改寫一般人認為中小企業不易生存

的看法。這些中小企業擁有技術和知識（KNOW-HOW）就是其關鍵所

在，才能做到小而強。 

‧並非所有的高科技產業都全然適合中小企業生存：因其所屬的產業生命

週期、產業特性都決定了中小企業在高科技產業能否發揮相乘的效果。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 11 

而從中小企業的角度，在一個適合其發展的產業生存，維持小而強，或

是在競爭下與產業同成長為大企業，都是好的。 

‧高科技產業下可以存在中小型和大型企業共生的現象：中小型企業或開

始即以特殊區隔的市場避免與大型企業的衝突；或中小企業在擁有技術

卻資金不足的情形下，與有資本卻無技術的傳統大企業結合；或在本身

產業進行分工，及相對較小的企業從事設計研發的工作，而大企業從事

量產的製造都是其兩者可以互補共生的方式。 

顏有志（民 89）在研究德國中小企業在德國經濟重建的過程中所扮演

的角色時，描述德國大型企業與小型企業是一種由市場利益出發的伙伴分

工關係，並指出中小企業可在大型企業的互補中充分發擇其促進國民經濟

利益的能力，但常成為大型企業承包體系中的一員。 

國外學者 Yager（2002）在比較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的不同點時，認

為大型企業通常在資金充裕時，資金耗費多；在資金短缺時，則縮編裁員

大。反觀中小企業，在面對環境困難時，仍必須繼續開銷以維持生存。另

一方面來說，大型企業較不把注意力放在成本上，而中小企業卻是斤斤計

較。Willcock & Childs（2000）從就顧客、人員、理念與資金等方面來探

討，認為中小企業通常有其自己獨特的運作方式。Carrier（1994）亦認為

小企業與大企業在經營管理上主要的差異來自於決策行為以及結構系

統。Guynne（1999）則提出中小企業的本質就是創新，所面臨的挑戰不

僅是創新，尚包括如何在創新中注入管理。Inzerilli（1990）研究義大利中

部的中小企業的網路結構和運作績效，指出中小企業所需達成的經濟規模

遠低於大企業，且結構上的彈性使其始終能將產能發擇在最適的水準，再

加上中小企業製程的不可分割性少，可以輕易將其拆解成細微作業而分別

達到其最適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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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小企業的研發與創新  

    國內外關於中小企業的研發與創新的文獻很多，大部份的研究在討論

與比較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的研發能力。不少管理者，例如 Colvin（1999）

、Kupfer（1998）、Harrington（1998）、Anon（1998）、Greising（1998）

等在近年的企管文獻中指出，近年來企業間整合與併購的趨勢反應出一種

信念，認為長期而言，大型企業的「規模」能創造技術與競爭優勢。但是

這個論點，並不全為 Loomis（1999）、Taylor（1999）、Garten（1998）

、Anon（1998）等人所接受，他們認為透過整合與併購來達到企業的規

模相當困難。Koretz（1998）、Greising（1998）等人亦認為，即使正當

經濟景氣的時候，仍有為數不少的企業透過縮編、裁員及外包等方式進行

企業再造。然而，這些縮編的企業動機常常是為了降低成本，長期來說，

會導致企業的核心技術流失，並且核心競爭力減弱（Prahalad and Hamel

，1990；Anon，1995；Bernstein，1998）。 

    學術上對於企業的規模與創新兩者之間的關係之探討，最早可以追溯

到奧國學者 Schumpeter（1942）的研究，尤其是他在研究中所做的假設。

在 Schumpeter 的研究中，首先他認為創新與獨佔之間存在正向的關係，

其次則是大型企業相對地比中小企業更有創新能力。Kamien 及 Schartz

（1982）亦注意到 Galbrith（1956）所做的研究完全支持 Schumpeter的

研究中第二個假設。支持這個假設的原因，大多數認為大型企業因為能雇

用較多的技術研發人員，所以較中小企業更具有研發創新的規模經濟，

Kamien及 Schartz（1982）認為其理由有三： 

‧科學家及工程師能在一個擁有眾多技術知識工作者的環境下，更有效果

地互動而激發創新。 

‧由於擁有大量的研發人員在研發部門，因而更能達到研發創新的規模經

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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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規模優勢的情況下，較大的研發團隊更有可能找到前所未有的發現。 

此外，Sanchez（1994）的研究發現，中小企業對於新科技的採用通

常比大型企業來得緩慢。Damanpour（1992）指出，擁有較大的研發規模

，使得一家企業能夠大量地累積技術知識與能力。於是，大型企業較中小

企業有更佳的機會去利用創新，因為它們通常可以較輕易地進入新的市場

，並且由於不同的產品組合擁有不同的研發專案，使得技術知識更為多樣

，因此大型企業能夠透過研發創新達到更高的績效（Kamien & Schartz，

1982）。 

儘管如此，在學術上仍然有不少文獻支持中小企業較有創新的優勢。

Damanpour（1992）在其研究中亦曾提到，由於具有「彈性」的特質以及

能夠「接受且影響改變」，使得中小企業也有可能較大型企業具有創新能

力。在一家大型企業中可能由於層級的關係，導致研發部門或人員的溝通

及協調變得困難。Gilder（1998）同樣地也認為中小企業具有輕薄短小的

特質，沒有龐雜的組織層級，能夠迅速地適應市場變化，因此較大型企業

更有創新能力。而且大型企業即使擁有較大的研發能力，但是有可能因為

核心僵固，而無法找到前所未有的發現。另一個考量則是在中小企業的研

發人員的創新與研發動機於大型企業，因為在這些企業中，研發人員的報

酬緊密地與企業績效連結；再者，在中小企業中，個別研發人員的貢獻對

企業整體績效的影響更顯而易見，因而研發人員有更高的創新與研發動機

（Kamien & Schartz，1982）。 

由於國外學者對於企業規模大小與創新研發之間的關係爭論不休，因

此有許多學者藉由創新績效來比較中小企業與大型企業的創新能力。

Gregory、Noel 以及 William（2001）等三位學者在針對美國數據機產業

的「企業規模與動態創新」的研究中顯示，在這個高科技產業中，平均而

言，中小企業比大型企業有較高的產品創新績效，亦即說明中小企業有較

高的技術創新。他們進一步指出，長期而言，Schumpeter 的論點是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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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亦即大型企業的「規模經濟」能夠使其在製程創新中有較高的效率及

生產力，進而取得技術優勢。 

 

四、台灣中小企業的研發與創新 

我國學者在研究中小企業的創新時，指出台灣的中小企業（製造業）

中大約有 5%到 6%的廠商從是研發活動（許碧書，民 84）。我國經濟部亦

就中小型製造業的研究發展經費支出進行調查，發現不論是大企業或是中

小企業，80至 89年的研發經費都呈增加趨勢，但就研究發展經費規模別

趨勢看來，中小型企業研發經費占全體製造業研發經費的比率，則呈現下

降趨勢。其調查結果如表【2-1-3】： 

表【2-1-3】歷年中小企業研發經費占全體製造業研發經費比率表 

大企業 中小企業 規模 

年別 研發經費 比率 研發經費 比率 

80年 23,022,589 (88.09) 3,113,796 (11.91) 

81年 25,084,854 (56.69) 19,165,716 (43.31) 

82年 32,350,093 (61.21) 20,497,000 (38.79) 

83年 38,031,483 (64.83) 20,632,661 (35.17) 

84年 42,813,002 (64.74) 23,322,563 (35.26) 

85年 53,070,221 (90.85) 5,344,854 (9.15) 

86年 60,256,226 (68.51) 27,696,082 (3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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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3】歷年中小企業研發經費占全體製造業研發經費比率表  （續） 

87年 73,431,721 (70.22) 31,141,547 (29.78) 

88年 84,516,288 (69.94) 36,324,279 (30.06) 

89年 94,832,998 (71.80) 37,241,119 (28.20) 

《資料來源》：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中小企業白皮書 

于宗先（民 83）在研究台灣的中小企業時，認為多數的中小企業本身

並無研究與開發的設備，它們的技術主要有三種來源：購置較新的機器設

備、新聘技術人員、熟練生巧的結果。吳惠林與周添城（民 81）亦指出，

中小企業獲技術的方法，最常見的是藉由新機器的購入，來突破生產瓶

頸。中小企業，特別是勞力密集的製造業，技術層次低落，產品線窄，在

面臨外異競爭下，由於技術不夠、人才不足、研究發展經費少，難以投入

研究發展（中華民國管理科學會，民 83）。 

謝長宏、柯王孫鵬（民 85）在觀察台灣中小型企業研發能力時，認為

許多機械業、電子業、資訊業的小型廠商之間常進行交叉合作的研發。他

們不是發展尖端的高科技，而是保留傳統技術，僅以新科技改良原產品的

一小部份功能，發展出獨特的中低技術。其與研究機構和大型企業研發活

動不同之處在於： 

1.中小企業大多沒有獨立的研發部門，亦沒有專任的研發人員，其研發功

能常是由身負產銷、財務之責的業主及少數助手兼辦。 

2.中小企業沒有制度化的研發程序，其研發活動通常不定期地在工作之餘

進行構想、試造。 

3.中小企業很少有研發的專用預算，常運用客戶提供的小額合作性研發資

金進行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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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亦針對台灣中小型製造業的研發狀況進行調

查，研究發現： 

4.中小企業經驗累積是最主要的生產技術來源。其比率（84.54％），明顯

高於大型企業的比率（69.78%），顯示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仍是

中小企業尋求技術創新的主要來源。 

5.因為中小企業礙於資金、技術、人力的限制，較無能力與國外廠商技術

合作，所以較大型企業注重參考國外產品改良創新；而大型企業則相對

著重與國外廠商技術合作。表【2-1-4】為大型、中型、小型企業之技術

來源比較表： 

表【2-1-4】大型、中型、小型企業之技術來源比較表 

規模別 

問  項 

全  體 

製造業 

大型 

企業 

中型 

企業 

小型 

企業 

由經驗累積而來 81.03 69.78 75.32 84.54 

自設研究部門自行研發 49.84 72.56 62.13 42.61 

參考國外產品改良創新 27.32 25.05 28.30 27.61 

國外客戶提供技術資料 15.84 21.07 20.64 13.78 

與國外廠商技術合作 13.27 29.82 18.30 8.78 

與國內廠商技術合作 12.02 9.15 10.00 13.03 

與國內研究單位技術合作 9.81 22.86 12.77 6.47 

購買國外技術經驗 6.05 12.52 9.15 4.08 

聘請外籍技術顧問 5.61 13.92 10.21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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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4】大型、中型、小型企業之技術來源比較表  （續） 

接受國內研究單位技術轉移 5.34 11.73 4.89 4.08 

聘請國內技術顧問 3.94 4.57 6.38 3.32 

購買國內專利發明 1.49 2.19 1.49 1.34 

其他 2.18 3.18 2.13 1.97 

《資料來源》：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中小企業白皮書 

6.中小企業遭遇研發困難的比率逐年下降。不少廠商自設研究部門、自行

研發，且在民國九十年的調查中顯示，只有 85.65%的受訪廠商表示在

從事研發產品中遭遇困難，這是自民國八十五年以來最低的比率。圖

【2-1-1】為民國 85 年至 90 年中小企業從事研究開發面臨困難之業者

比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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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1】民國 85年至 90年從事研究開發面臨困難之業者比率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製造業經營實況調查，民國 90年 11月 

7.中小企業遭遇研發困難主要是規模太小、無開發能力。大型企業的最大

困難是國內技術人才不足（37.97%），其次是產業技術變化太快、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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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易過時（29.82%）；中型企業自行研發的主要困難是國內技術人才

（34.26%）與資金的不足（21.49%）；而小型企業自行研發得最大困難

則是規模太小以及無開發能力（32.94%）。 

 

五、中小企業特質小結 

本研究將國內相關學者對於台灣中小企業特質的探討整理如表

【2-1-5】： 

表【2-1-5】台灣中小企業特質整理表 

學者 論述 

于宗先（民 83） 

1.應付環境的應變力大 

2.處理因難之韌性強 

3.充分運用網路關係 

4.把握機會分散風險 

5.靈活地引進技術  

6.冒險犯難 

7.開拓市場 

洪金火（民 90） 

1.高度的出口導向  

2.高度的應變能力  

3.旺盛的企業家精神 

4.分散風險較易、進出障礙較小 

5.成本控制較易且資金分配效率較高 

6.市場區隔明確、資訊溝通迅速、管理較易、專業經

營、生產導向、OEM業務居多 

7.人力及財力資源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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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5】台灣中小企業特質整理表  （續） 

中華民國管理科 

學會（民 83） 

能掌握產品設計及改善之技術，針對市場需要，能快

速改變設計，適時地供應市場而獲利 

司徒達賢（民 83） 

1.網路式的合作生產策略，力求彈性和快速反應。 

2.針對特定區隔，以滿足其特殊需求。 

3.經營者通常身兼採購和銷售業務，可立即判斷，作

權宜處置，免除授權不足的僵固性。 

4.多利用正式金融機構以外的管道取得資金。 

5.人事包袱輕，員工在工時和心力方面的付出較大。 

6.充份運用人際網路以開展事業、蒐集資訊、融通資

金、良好關係的建立與維持，是其最主要的工作之

一。 

7.企業主本身是資訊蒐集處理、交換的中樞，他們必

須隨時保持消息靈通，以片段資訊作為決策依據。 

8.決策過程極為直接，全憑經營者親自分析、研判，

取決於一念之間成分居多。 

9.對組織設計與制度建立的問題較不關心，全憑經營

者本身的管理能力為之。 

司徒達賢（民 83） 

台灣的中小企業善於將「規模小」從限制條件轉變成

為競爭優勢的來源，這些競爭優勢包括：業務專精、

有限的成本控制、高度經營彈性、接近客戶且資訊通

暢、目標統一、交易成本低、代理成本低、資金分配

效率較高等。 

本研究亦從以上相關文獻，認為影響中小企業創新行為的重要因素包

括三方面：企業主參與程度、正式化程度及人員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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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業主參與程度  

    因為中小企業之企業主高度參與各項企業活動中，對於企業在進行創

新時，能夠有效整合組織內的各項資源，減少部門間在協調上可能出現的

障礙與失調現象的發生。劉家潾（民 84））指出，中小企業主親自從事促

銷工作，平日並親自管轄內部各單位的運作，可有效降低中小企的內部及

外部資訊成本。另一方面，中小企業主的集權作風，對於中小企的機動性

有正面的貢獻。溫慕垚（民 85）指出，業主能力的介入程度，會影響中小

企業的發展。 

 

2.組織正式化程度  

    組織結構是描述組織的架構，可用以下三種尺度來描述： 

‧複雜性：指組織分工得多細。分工越細，上下層級越多。 

‧正式化：指組織藉著手續和規定來引導類工行為的程度。規定和管制越

多，組織結構就越正式化。 

‧集權化：考慮決策之職權。有些組織是高度中央集權，問題是由下向上

反映，再由資深主管決定。有些組織則集權化程度很低，通常

稱為「分權」，決策由較低階層主管決定。 

在檢視組織結構的組織行為與風格時，Robbins（1990）提出正式化

的定義如下： 

正式化程度（Formalization），即使用規定與標準處理流程以規範工

作行為的程度。正式化程度指組織中的工作是否標準化的程度，愈標準化

，則擔任此工作之人愈少有主見，大多依規章行事。傳統西方管理一直將

組織視為一個資訊處理的機器，但隨著組織功能不斷分化、組織規模的不

斷擴大，組織對資訊處理有較高的需求，始能有效協調各專業部門。但是

，在此資訊處理模式下，組織為了有效控制、協調各部門的行動，因此認

為有系統、正式的資訊才是唯一有用的資訊（Nonaka，1991）。過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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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化資訊與正式的運作程度，使得決策效率低落、組織僵化。 

 

3.人員自主性 

    Nonaka & Takeuchi（1995）提出五種促進「組織知識創造」的情境

，自主權即是其中一項。兩位學者指出，在情況許可時，所有組織的個別

成員均應被賦予自主行動的權力，讓員工享有自主權，組織往往可以獲得

意想不到的機會。自主權也可以增加員工自動創造新知的動機，富原創性

的觀念將可自具有自主性的個人身上釋放出來，擴散到小組之間，並成為

組織的觀念。 

    李仁芳、黃文輝（民 89）對於光電產業進行研究發現：研發環境具有

較高之自主性，能激勵研發人員主動創造新知識的動機及成就感。 

 



我國中小型資訊軟體業技術知識特質與創新行為之研究 
 

 
 2 - 22 

第二節  資訊軟體業 

一、資訊軟體業定義與分類 

    Pressman（1992）曾就資訊軟體的特色指出： 

‧資訊軟體是由開發或工程製作產生，而非以類似傳統之製造方式產生。 

‧資訊軟體需要不斷地將版本更新，而不會用壞。 

‧大多數的資訊軟體是以客戶導向的方式製作，並不是以現有模組組合而

成。 

因此，資訊軟體的製作有別於一般的產生與製造，且不能純粹以商品

的角度或純粹以服務的角度來探索資訊軟體業。資訊軟體業的定義究竟為

何？根據資策會市場情報中心對於資訊工業的分類，認為「軟體工業」或

是「資訊軟體業」（Software Industry）可稱作為「資訊服務業」（Inoformation 

Services Industry），是指專門以資訊系統或軟體從事加值服務之行業，而

國內的相關論文和期刊也紛紛根據資訊工業年鑑的定義加以稱呼，因此係

採廣義的定義。此外，根據我國行業標準分類中定義資訊服務業為「凡備

有資料處理設備、從事代客設計資料處理程式、規劃系統分析作業、處理

資料、製作報表、提供網路服務、開發套裝軟體及諮詢行業，亦包括各類

訊息之蒐集、編製與提供」。經濟部產業技術資訊服務推廣計畫中指出，「資

訊服務業」 （Information Service Industry） 是廣義的軟體及服務產業，

包括以套裝化、專案、服務加值等形式提供予企業及個人。隨著社會資訊

化的普及，資訊軟體業範圍日漸廣泛，資訊服務業務內容也愈來愈複雜，

本研究即採用「資訊軟體業」作為統一的名稱。 

國外學者 Pressman（1992）將軟體產品的種類分為系統軟體、及時

軟體、商務軟體、工程與科學軟體、嵌入式軟體、個人電腦軟體、人工智

慧軟體等。國內學者蔡明峰（2000）則認為軟體產品可依照軟體產品的型

態（一般性或特殊性）、使用者（個人或企業）兩個構面來區分，因此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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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產業可以分成系統軟體、工具性應用軟體、管理及應用軟體、行業別軟

體、多媒體軟體、網路軟體系統及特殊軟體等七類。侯望倫（2002）以軟

體價值、產品與技術服務面、軟體三構面等三種觀點來區分軟體： 

1.由軟體價值的觀點分類： 

包括軟體應用於產品增加的附加價值（嵌入式軟體、韌體或硬體支援

型軟體）、軟體應用於公共事務管理、軟體應用於企業經營、軟體應用於

個人等。 

 

2.產品與技術服務面分類： 

經濟部依照技術服務將軟體工業加以分類，包括套裝軟體、專業服務

、轉鑰系統與系統整合四項。其分類如表【2-2-1】： 

表【2-2-1】經濟部資訊服務業定義 

資訊服務業分類 定    義 

套裝軟體 

這類軟體與硬體產品類同，由一組具領域知識

（Domain Knowledge）及經驗的軟體開發團隊掌市

場需求，並經嚴謹軟體開發管理制度完成之智慧結

晶。此類軟體通常具有獨立完整的功能，可以藉由包

裝方式擺設於貨架上銷售，不因顧客差異性需求而修

改，通常可以大量銷售。 

專業服務 

專業服務係為特家客戶進行設施管理（即從電腦軟硬

體系統發展建置到作業管理全部業務委由軟體廠商代

為管理者），以及訂製軟體開發、資訊系統規劃發展之

顧問諮詢服務及資訊系統作業之教育訓練服務等。這

類專業服務通常以洽訂之合約進行服務工作，不同客

戶以不同合約或以專案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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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1】經濟部資訊服務業定義  （續） 

轉鑰系統 

轉鑰系統指特定用途的軟體、硬體之組合，如彩色印

刷排版系統、電腦輔助設計系統（CAD）等，這類轉

鑰系統可以類似套裝軟體的方式銷售相同系統給多數

客戶。 

系統整合 

系統整合係根據特定客戶需求以重新開發之軟體、搭

配硬體、網路及週邊設備等所組成的整體資訊系統。

這類系統通常指針對極少數客戶的大型專案計畫，可

整合不同廠牌電腦硬體、軟體及週邊產品，並且結合

行業專精知識，如飛航/交通控制、核電廠模擬控制等。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軟體五年計畫 

 

3.三構面分類： 

    國內學者范錚強（民 89）由系統或應用、服務種類（專案、產品及經

常服務）、程序與內容等三個構面來觀察資訊軟體業。其分類架構如表

【2-2-2】： 

表【2-2-2】資訊軟體業三構面分類表 

系統/應用 服務種類 程序/內容 實例 

程序 印度的 OEM軟體 
專案 

內容 無 

程序 作業系統、驅動程式、內嵌軟體 
產品 

內容 無 

程序 Java Applet系統軟體伺服器  

系 

 

 

統 
經常服務 

內容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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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2】資訊軟體業三構面分類表  （續） 

程序 印度的 OEM軟體 
專案 

內容 字典類軟體的 OEM 

程序 文書處理軟體 
產品 

內容 電子字典 

程序 Internet Access Provider（IAP） 

工 

 

 

具 
經常服務 

內容 打字軟體服務；Yahoo類的 ICP 

程序 軟體專案開發，如 EDS、資通 
專案 

內容 電影後製作服務（太極影音） 

程序 ERP軟體 
產品 

內容 CAI、遊戲軟體、CD  Titles 

程序 

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

（ASP） 

EDI VAN Provider 

重 

 

直 

 

應 

 

用 

經常服務 

內容 
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ICP） 

宏碁戲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范錚強（2000）；侯望倫（2002） 

    此外，資策會資訊市場情報中心（MIC；Marketing Information Center）

亦將資訊服務業分為六大市場區隔：套裝軟體、轉鑰系統、系統整合、專

業服務、處理服務、網路服務等，如表【2-2-3】所示。 

    資策會資訊市場情報中心於 2000年將上述類別歸納成三大類：「產品

類」、「專案類」及「服務類」。「產品類」包括套裝軟體以及轉鑰系統等兩

項；「專案類」包涵系統整合與專業服務兩者；「服務類」則涵蓋處理服務

與網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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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3】資策會資訊服務業定義表 

類    別 定    義 
產  品  

實  例 

套裝軟體 

（Package Software） 

已包裝成套，使用者裝置後就可以使

用的軟體產品，包括應用軟體（跨行

業別軟體、行業別軟體）和系統軟體

（作業系統和操作環境、網路軟體、

通訊軟體、程式語言、公用程式及工

具）。 

Windows 

XP、Office 

XP、Linux、

C ++ 

轉鑰系統 

（Turnkey System） 

定型化軟硬體設備的組合，以解決客

戶某些特定的需求，通常這種服務是

由「加值型經銷商」 (VAR) 所提供。

它與系統整合最大的差異在於：它所

用的大多為標準的硬體與系統軟體

，應用軟體也甚少重新開發，大多用

現成的套裝軟體來組合搭配。 

CAD 等電腦

輔助設計 

系統整合 

（System Integration） 

根據客戶的需求，由廠商提供客戶一

整套完整的資訊系統，包括網路、需

購置或開發的硬體設備及軟體。 

海關系統、戶

政系統 

專業服務 

（Professional 

Services） 

依客戶業務流程需求，重新開發或修

改軟體、技術顧問諮詢與教育訓練、

設施管理（Facility Management；

FM）。 

Y2K 專案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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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3】資策會資訊服務業定義表 （續） 

處理服務 

（Processing 

Services） 

資料輸入、交易時間（使用廠商所提

供的 CPU時間）、文件檔案數位化換

及索引建檔。 

文件輸入帳

單管理、輸入

後 OCR自動

建檔 

網路服務 

（Network Services） 

泛指第二類電信加值服務之數據傳

輸業務，包括電子資訊服務（線上資

料庫、即時電子新聞），網路應用服

務（加值網路、電子資料交換、電子

郵件服務、電子佈告欄、語音郵件）

等。 

股市報價系

統、ISP、ASP

、CSP、ICP 

《資料來源》：資策會（1998） 

 

二、資訊軟體業特性 

    資策會（1998）在專文中述及資訊軟體業的特性包括下列幾點： 

1.進入障礙門檻低 

    資訊軟體業相對於硬體、通訊或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最大優點在於

資訊軟體產業業者可以依銷售量增加，在隨時複製和包裝後即可以出貨，

不需要事先投入大量資本購買土地廠方或預付製作材支出，承受強大的庫

存壓力，其進入資本門檻較低。 

    在低門檻的產業特性下，對整體產業造成兩項結果，一是資金需求低

的情況下，軟體技術人員容易自行創業，因而中小型軟體公司林立，產業

結構趨向低金字塔型。 

    另一方面，由於中小型業者初期成本不高，新產品推出後，可以快速

達到損益平衡而獲利生存，因而提供產業源源不斷的創新活力，但業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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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長期發展，則需要視其是否掌握下一波商機而定。 

 

2.業者創新快速 

    資訊軟體業的經營者多為技術背景出身，企業以技術為競爭優勢的核

心，視新產品的開發為企業生存的命脈，因此軟體產品創新能力強、技術

革新速度快。 

    雖然新技術發展為資訊軟體業帶來成長的動力，但同時造成產品生命

週期短，業者一旦沒有跟上新一波潮流，則會很快的被淘汰。即使位處於

產業領導者，雖然擁有專利權保護，但要執行專利保護也必須花費大量的

時間與金錢，在耽於追求保護的同時，競爭者早已改良或開發更好的軟體。 

    在短暫的商機中尋求生存空間，在最短的時間以最快速的方式，運用

有限的資源瓜分市場，是業者最大的機會與挑戰，尤其隨著網際網路的興

起，促使資訊軟體業產生質變與量變。 

 

3.創新取向之產品研發 

    硬體在有共通性、相容性問題的情況下，所研發的產品跟隨著主流標

準及架構下，是進入市場的基本條件。然而對軟體而言，產品創新性遠較

產品標準來的重要。如何在不同的領域中，找出產品的差異性及利基市場

是生存的關鍵。 

 

4.零和賽局之市場特性 

     相對於硬體產業的產品標準化，業者較有機會共享市場，而軟體市

場傾向於「只有第一，沒有第二」。主要原因為軟體產品（除娛樂軟體外）

，相同功能通常使用者只能選擇一種使用。 

 

5.高忠誠度之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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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使用者對於軟體產品使用有惰性，且通常須多付一筆汰換成本，

除非新產品功能相差大到足以吸引使用者改用軟體，否則一般使用者對同

一類型軟體有不易更換的傾向。 

    早期產品進入者與後期進入者採用之市場策略通常不同。對於取得先

機之業者，先是以技術優勢暫時取得市場領先地位，透過各種方式擴大市

場佔有率，以市場佔密率為目標。爾後等到消費者基礎建立後，鎖住消費

者的忠誠度，提高競爭者搶食的轉換成本以穩定相對成本，再計畫取得高

利潤。後來者必須投下教育、適當導入成本減少轉換軟體所應附加的成本

，提高消費者轉移意願。 

    經濟部工業局軟體五年計畫中描述到四種資訊軟體業具有下列特色： 

1.套裝軟體：這類軟體經營關鍵要素在於「高水準產品功能與品質」、「長

期大量行銷」與「市場領導地位」，只有真正傑出的軟體公司才能具備此

經營能力。 

  ‧高水準產品功能與品質：是指與國際領導品牌可媲美之功能與品質，

需要長期不斷的突破精進；研發人力與資金規模更需倍數擴增，以達

到規模經濟效益。 

‧長期大量行銷：是指建立國內外綿密的行銷通路，以大量銷售，並需

要與國際級顧客建立長期合作關係。 

‧市場領導地位：是指在特定市場區隔中為排名前五大者，具有知名品

牌形象，有為數眾多之長期忠實顧客群。 

 

2.專業服務：這類軟體經營關鍵要素在於「設施管理等專精技術」與「長

期顧客合約」。 

  ‧設施管理專精技術：指對電腦軟硬體整體系統架構與運作之全部掌控

，提供比客戶自行管控更具經濟性、時效性與功能性之服務。 

  ‧長期顧客合約：指客戶與軟體公司長期合作下形成共生體，由軟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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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長期提供資訊技術與經營策略統合之顧問服務。 

 

3.轉鑰系統：以工程控制及 CAD系統為例，這類軟體經營關鍵要素在於「專

精與領先的工程控制與 CAD等技術」，這類軟體公司一定要是我國該領

域之領導廠商，且在該利基領域已耕耘多年。 

 

4.系統整合：這類軟體經營關鍵要素在於「長期累積信譽」以及「系統複

雜度處理能力」。一般而言，大型系統整合只有具經驗具規模的軟體公司

才能勝任。 

  ‧長期累積信譽：指過去累積客戶與專案名單，以及其完工品質的優劣

，最基本指標即是完成驗收比例與顧客滿意度。 

  ‧系統複雜度處理能力：指一方面具有特殊專精知識，一方面可處理大

量多樣化即時性資料，又可處理跟不同地區、不同平台、不同作業方

式與時間之高度複雜系統之能力。 

黃宛華（民 88）透過分析層級程序法（AHP：Analytic Hierarchy 

Porcess）對資訊服務業的智慧資本進行研究，認為我國的資訊服務業有

下列特性： 

‧創新是資訊服務業的最成功因素：資訊服務業的生命週期越來越短，企

業必須不斷地創新以推出新產品。 

‧軟體創新必須講求速度與品質：市場前兩名的公司往往佔去市場的 80%

，不具知名度的公司必須搶先推出品質好的軟體，才可以搶到市場。 

‧軟體產品開發與行銷愈趨複雜：除了產品本身，產品手冊的編撰、產品

的測試、包裝、試用、評鑑、銷售、授權等方面，也需要各方面的知識

與能力。如果要進軍國際，必須瞭解當地的文化、市場、行銷管道、法

律等等。 

‧流程資本的重要性尚待發現：我國的傳統文化較重視個人的修身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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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培養），而非重視溝通、群體互動、成果分享，而流程資本所注重

的是把公司各成員的知識與經驗、透過科技、製程說明、手冊、網路等

協助將其組織、包裝。 

陳瑞陽（民 91）在研究企業應用軟體開發程序時，指出軟體開發的特

質包括（1）使用者需求多種類；（2）員工技術角色多元化；（3）軟體功

能及應用多變化等三種特質。 

吳豐祥（民 87）認為大多數先前的研究不是偏向軟體公司整體成功

因素的探討，就是著重於產品研發中的某一部分進行分析，很少有對於產

品研發方面做一個較為整體性的分析。他探討國內著名軟體公司–趨勢科

技的產品研發管理，得到成功的軟體產品開發其主要因素如下：（1）結合

彈性與專業累積的組織方式；（2）同步工程的運用；（3）活潑的研發人力

資源管理；（4）跨國技術研發與產品開發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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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技術知識特質 

   

技術知識特質對於企業的創新程序、創新行為與創新管理的影響相當

重要，尤其在組織知識吸收、創造或蓄積等方面，國內外學者 Iansiti（1994）

、Utterback（1994）、Nonaka（1995）、Teece（1996）、李仁芳（民 86）

等人發現，技術知識特質是影響企業進行創新時最需要注意的關鍵要素。

德國學者 Brockhoff（1999）亦以技術知識光譜（Knowledge Spectrum）

探討不同技術知識面向對企業核心能耐的動態影響。本研究整理國內外學

者之研究，在本章節探討技術知識之標準化程度、變動程度、可分割程度

、路徑相依程度、系統複雜度、模組化程度、內隱程度、專屬性程度、技

術生命週期等。 

 

一、技術知識之標準化程度  

    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的表現在於「產品是否主流設計之標準」。賴威

龍（1997）提出產品專案標準化程度量表，將標準化程度由高而低劃分成：

1.標準跨越產業間、2.產生組件的產業標準、3.組件稍作修改即可混用於

不同廠商間、4.公司內部標準、5.公司內部產品組件亦無法混用等五個等

級。圖【2-3-1】為技術知識標準化量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林恩鍵（民 91） 

標準化程度 

組件修改可混
用於廠商間 

組件產業 

標準 
公司內部 
標準 

公司內部組
件無法混用 

高 低 

產業標準 

圖【2-3-1】技術知識標準化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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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術知識之變動程度 

Tushman（ 1986）將技術的改變分成能耐增強（Competence 

Enhancing）及能耐破壞（Competence Destorying）兩大類，其中能耐破

壞型技術改變會使個人、組織、企業與產業間的技術知識產生較大變動。

Scott（1992）提出技術知識變動程度實際上是一種連續性觀念，變動的

快慢可透過產品創新速率及顧客偏好的改變速率等變數來衡量。 

Iansiti & Clark（1994）指出，技術知識變動程度會影響外部整合能耐

的差異。當面臨較慢的技術知識變動時，組織偏重於顧客知識方面的整

合；反之，組織會偏向技術知識方面的整合。 

李仁芳、余陽傑（民 85），李仁芳、花櫻芬（民 86）皆使用技術知識

變動程度來研究組織間的技術交流情形，發現一般而言技術變動較慢的廠

商其分工網路交流較密切，而技術知識變動較快的廠商則較為鬆散。 

 

三、技術知識之可分割程度  

洪德芳（1993）認為所謂製程的可分割性，是指廠商在生產的過程中

，其製程不會因為數量、設備、生產環境等條件的限制，而可以將特定的

數量或製程分包給其他廠商來完成。Garud & Kumarasawamy（1995）說

明當公司只製造部分組件並將其餘外包時，他們隱含了對知識的分割。 

針對部分技術外包時需如何分割知識方面，Chesbrough & Teece

（1996）指出，對企業而言，棘手的問題是：技術是系統型的，或是將來

可能成為系統型的？哪些能力存在於內部，哪些能力存在於現有的供應商

？所需要的技術什麼時候才能得到？所以他認為，企業需努力成為技術虛

擬網路中佔有統治地位的參與者，擁有迫使供應商從事根本性改變的權

力。換句話說，也就是要努力成為 Moore、Johnson & Kippola（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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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的「大金剛法則 Gorilla），取得分割網路成員技術領域的權力。 

 

四、技術知識之路徑相依程度 

技術發展通常具有某種特定的路徑相依程度，且會受到特定技術典

範(Technology Paradigm)的影響（Dosi，1982），亦即在某些特定的問題

上，基於現有的科學原理及材料選擇所推導出的一組特定解決方式，而技

術軌跡則是指基於這些技術典範的基盤，所形成的日常解決問題的形式。

這也使組織在發展新的產品或程序時，通常會依循過去在特定技術軌跡所

累積的成功經驗（Teece，1996；Teece，1997）。此外，Cohen 及 Levinthal 

（1990）等兩位學者則認為創新績效的好壞與路徑相依程度有關。也就是

說，若是一家公司原先就有與這項技術相關的研發投資，則在公司吸收外

界的能力後，比較容易達成公司內部創新的目標。 

Tushman M. L.（1986）將科技的改變分成能耐增強（Competence 

Enhancing）及能耐破壞（Competence Destorying）兩種。Nelson & Winter

（1982）、Henderson & Clark（1990）、Lenord-Barton（1995）等人則

指出，舊廠商發展新技術的能耐，因受核心能耐僵固性影響，通常比不上

新廠商。Tushman & Anderson（1986），Henderson & Clark（1990），

Cooper & Smith（1992），Utterback（1994）則認為，當產業面臨破壞型

技術改變時，新廠商表現通常優於舊廠商。 

Miyazaki（1994）透過使用 INSPEC、美國專利資料、人員訪談等方

式，發現組織技術能耐的累積是長期艱困的過程，且受路徑相依程度影

響。李仁芳、賴建男、賴威龍（1997），Fleming & Koppeman（1997），

Dougherty（1990）等發現，技術知識路徑相依程度，會影響組織進行知

識創造的團隊類型。 

Fleming & Koppeman（1997）則指出，當技術知識路徑相依程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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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組織進行突破性創新時），組織傾向於使用重型團隊。李仁芳、賴建

男、賴威龍（1997）發現：當技術知識路徑相依程度高時，組織傾向於使

用輕型團隊。 

至於對路徑相依程度的衡量方式，李仁芳、張如蓮（1997）以製程上

有無重大突破來定義路徑相依程度的高低，根據其研究，路徑相依程度的

高低，會影響廠商吸收知識的機制以及知識擴展與累積的方式。Arthur

（1994；1996）列出符合收穫遞增法則經濟的特性，其中也包含路徑相依

性。 

Booz、Allen及 Hamilton（1982）等人對產品創新程度的定義做為技

術知識路徑相依程度的指標，衡量標準如圖【2-3-2】，其定義如下： 

‧獨創的產品（New-to-the-world Products）：創造一全新市場產品。 

‧公司的新產品線（ New Product Line）：使公司能首次進入某一現有市

場的新產品。 

‧擴展公司現有產品線的深度（Additional Existing Product Line）：補充

公司現有產品線的新產品。 

‧改良或修正現有產品 （ Improvements in Revision to Existing 

Products）：提供改進性或較大認知價值及取代現有產品的新定位。 

‧現有產品的重新定位（Repositioning ）：將現有產品導入至新市場或新

市場區隔。 

‧降低產品的成本（Cost Reductions ）：提供性能相近但成本較低的新產

品。 

 

圖【2-3-2】路徑相依程度衡量標準圖 

路徑相依程度 

獨創的
產品 

公司的
新產品 

擴展公司
現有產品
線的深度 

改良或修
正現有的
產品 

現有產品
的重新定
位 

降低產
品的成
本 

低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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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ooz-Allen & Hamilton（1982） 

 

五、技術知識之系統複雜度  

Garud & Nayyar（1994）認為技術知識系統複雜度與技術在時間構面

上的轉化能耐（Transformative Capacity）有關。Utterback（1994）依產

品組成的零件數及製程特性分析系統的複雜度，他認為組裝品與非組裝品

的區別，可由零件數目多寡加以判定，例如：噴射機與電腦為組裝品，化

學品及玻璃為非組裝品。 

至於技術知識系統複雜度的衡量方式，Miyazaki（1997）認為系統複

雜度可透過零件數目與零件之間的連結關係來衡量。Simon（1979）用系

統中不可分解的單元來衡量複雜度。Tyre（1991）用一個新技術中的特徵

及觀念數目、新奇程度、錯綜複雜程度來衡量複雜度。李仁芳（ 1997）

認為對不同的產業，如電子業和機械業，純粹用零件數目來衡量則不是很

容易區分其技術知識複雜程度。例如個人電腦零件數雖多，但裝配相當容

易，因其零件皆已模組化及標準化；反之，工具機的零件雖較少，但其裝

配較為複雜，因其零件模組化及標準化程度較低。此時可考慮以「技術層

次高低」作為衡量複雜度的指標，例如在半導體業界一般皆以製程線距做

為衡量複雜度的指標。 

國內學者涂瑞德（1998）亦透過下列指標衡量光資訊產業中技術知識

系統複雜度： 

‧產品開發所需耗費的工時，即開發人數* 參與人數（全職）。 

‧該公司整合的技術知識領域。 

‧技術層次高低。 

此外，技術知識的複雜程度，會影響組織知識的蓄積，因為當技術知

識複雜程度越高，必須透過文件才能有效蓄積組織知識，Nonaka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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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提 REGA 的推土機產品開發專案中，將複雜的知識予以外顯化，以

利於組織知識的蓄積，尤其是在工程師異動的時候，更能展現其價值。 

 

六、技術知識之模組化程度  

Clark（1993）及 Baldwin（1997）指出，模組化設計的方法可將複

雜系統分離成可單獨運作的零件。通常模組化可分成三個層次：生產的模

組化（Modularity-In-Production），設計的模組化（Modularity-In-Design）

及 

使用的模組（ Modularity-In-Use）。Sanchen（1996）認為，設計的模組

化可使企業重組現有或新的模組化零件，創造多樣化的產品以因應市場或

技術的變化。 

國內學者李仁芳、花櫻芬（1997）提出衡量模組化程度指標：技術知

識的可模組化程度會影響組織間知識交流形式，可用兩個構面衡量：（1）

技術知識可分割性（2）技術知識標準化程度。 

 

七、技術知識之內隱程度 

外顯知識（Explicit Knowledge）是可以用正式語言來表現，很容易在

彼此間傳遞的知識；相反的，內隱知識（Tacit Knowledge）則是深埋在個

人經驗中的個人知識，包括：個人信念、觀點、直覺與價值觀等無形因素。

簡單的說，外顯知識可藉由語言、文字或機械操作，簡化轉譯成簡單的符

號。由於外顯知識的這項特質，所以在流通或擴散上都比較容易。然而，

內隱知識不具有這項特質，因此無法轉譯，只能透過面對面、同步溝通模

式進行知識的擴散。（Michael Polanyi, The Tacit Dimension, 1967）

Polanyi將內隱知識分成三類： 

1.資訊處理的速度與同時性，迫使新技術學習者必須解決自己本身協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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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節，在此情況下，實際的成效不會被減速，而且不能緩慢地學習。 

2.因為行動鑲嵌在表現的背景（Context），很難明確地表達精通某項技術

所需具備的所有事情。 

3.複雜技能細節的關係，有時會因為語言而流失，就算是單獨各項可以明

確地表達，但是仍不能描述彼此的關係與特性。 

內隱知識由於存在我們內心的心智模式（Mental models）形成，這

些心智模式包括：概念（Concepts）、印象（Images）、信念（Beliefs）、

觀點（Viewpoints）、價值組合（Value sets）與指導原則（Guiding principles）

以協助人們去定義他們的世界。同時，內隱知識亦包括一項技術元素，其

包含具體的技巧（Concrete skills）與專家知識（ Expertise），來自實做

得到隨手可用的經驗。 

Edvinsson與 Sullivan（1996）亦認為：技術知識也可分為外顯與內

隱的層次，通常內隱知識是個人、團體、部門或組織長期累積，無法外顯

化的 Know-how或 Know-why；反之，外顯知識則比較容易透過文字和數

字表達，也可藉由具體的文件資料、科學公式、標準化程序或普遍原則進

行溝通與知識分享，也可透過智慧財產法（營業秘密法、商標法、專利法

、著作權法、積體電路佈局法等）加以保護。 

李仁芳（民 86）指出：認為當技術知識內隱性較高時，組織知識的蓄

積是以人為媒介；當技術知識外顯性較高時，則是以文件為主。Nonaka

及 Takeuchi（1995）等兩位日本學者比較日本與西方公司的組織知識創造

模式，發現西方公司強調強調知識，因此強調手冊與資料庫等外顯化的知

識；而日本公司強調內隱知識，認為知識是不易言喻的，需要親身體驗，

藉由實作與觀察中學習，以習得知識。其歸納如表【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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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1】內隱知識及外顯知識比較表 

 內隱知識（Tacit） 外顯知識（Codified） 

屬性 主觀 客觀 

定義 

經驗的知識（實質的） 

同步的知識（此時此地） 

類比知識（實務） 

理性的知識（心智的） 

連續的知識（非此時此地的） 

數位知識（理論） 

所有權 
著於擁有此種竅門的個人，

而且很難複製及移轉。 

可以透過法律有效保護，且容易移

轉。 

實例 

經驗 

智慧 

竅門（Know-how） 

群體技能（Group Skill） 

設計藍圖（Blueprints） 

符碼（Code） 

公式（Formulate） 

電腦程式（Computer Programs ） 

《資料來源》：Nonaka & Takeuchi（1995） 

 

八、技術知識之專屬性程度  

吳思華（民 85）在探討組織核心資源時指出，所謂專屬性，是指該項

資源與企業的設備、人員、組織、文化或管理制度緊密結合，不易轉移與

分割，其他企業縱然取得該項資源，亦不一定能發揮類似的功能。李仁芳

（ 1990）認為組織的知識可分為科技（Technology）與專屬性知識

（Idiosyncratic）兩類，專屬性知識主要靠工作者在特定工作崗位上，進

行特定技術的累積，並建構特定的溝通網路才可獲得，李仁芳（1990）稱

之為「專屬性的人力資本」。Gilbert 及 Cordey-Hayes（1996）等兩位國

外學者則將知識分為操作性知識（Instrumental Knowledge）與發展性知

識（Development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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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技術生命週期 

Hamilton & Singh（1992）針對技術生命週期的研究發現，新興廠商

在不同的技術生命週期階段，其知識來源有所差異，在技術知識初生期階

段，除了新廠商進行探索性研究，並且需要外界的技術知識支援。而在選

擇階段，科技創新會逐漸形成標準，並逐建例規化、系統化與程序化﹔而

在定位階段，新廠商致力於科技商業化，並逐漸擴展到下游的生產與行銷

等活動。同樣的 Utterback (1994)也以產業創新的技術生命週期觀點，將

不同階段的創新或技術知識來源分為： 

‧流變期主要來自產業先發者(Pioneer) 與產品使用者﹔ 

‧轉變期主要來自製造商與使用者﹔ 

‧特定期主要來自供應商。 

    圖【2-3-3】為 Hamilton & Singh（1992）針對技術生命週期的研究

發現所提出之技術生命週期圖： 

圖【2-3-3】技術生命週期圖 

 

《資料來源》：Hamilton & Singh（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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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技術知識特質小結 

     本研究綜合以上各學者探討之技術知識特質之彙整如表【2-3-2】： 

表【2-3-2】技術知識特質彙整表 

技術知識特質 學者 論點簡述 

 

技術知識 

標準化程度 

Rosen（1994） Rosen針對技術標準化提出五點概念，並指

出廠商依市場標準開發產品，可以降低成本

並獲得許多互補性知識的支援，有利產品的

銷售。 

Iansiti & Clark

（1994） 

以汽車與電腦產業的比較研究顯示，技術知

識變動程度會影響外部整合能耐的差異。當

面臨較慢的技術知識變動時，組織偏重於顧

客知識方面的整合；反之，組織會偏向技術

知識方面的整合。 

李仁芳、余陽傑

（民 85）、李仁

芳、花櫻芬（民

86） 

使用技術變化程度此一特性來研究組織之

間的技術交流情形，發現一般而言技術變動

較慢的廠商其分工網路交流比較密切，而技

術變動較快的廠商則較為鬆散。 

 

 

 

 

 

技術知識 

變動程度 

黃文輝（2000） 當廠商面臨產業的技術變動快時，其市場與

技術最新資訊的蒐集吸收成為組織內重要

的活動。 

 

技術知識 

可分割程度 

Utterback

（1994） 

依據產品投入之材料數目，定義組裝及非組

裝品。組裝品如電腦、噴射機，而非組裝品

則如製藥業、IC等，並指組裝品以產品創新

為主，而非組裝品則以製程創新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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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2】技術知識特質彙整表  （續） 

技術知識 

可分割程度 

李仁芳、張如蓮

（1997） 

組裝品的創新以零件為單位，而非組裝品則

以產品/製程為主要創新的單元。 

Booz-Allen & 

Hamilton

（1982） 

以公司創新程度與市場創新程度分成兩大

構面，將新產品之生產歸為六類：獨創的產

品（New-to-the-world Products）、公司的新

產品線（New Product Line）、擴展公司現有

產品線的深度（Additional Existing Product 

Line）、改良或修正現有產品（Improvements 

in Revision to Existing Product）、現有產品

的重新定位（Repositioning）、降低產品的

成本（Cost Reductions）。 

李仁芳、張如蓮

（民 86） 

發現當技術路徑相依程度低，輸入與輸出的

知識傾向內隱；反之，則傾向外顯。 

李仁芳、賴建男

、賴威龍（民

86） 

以製程上有無重大突破來定義路徑相依程

度的高低，根據其研究，路徑相依程度低，

則傾向以重型團隊進行開發；反之，則傾向

以輕型團隊進行開發。 

 

 

 

 

 

 

 

 

 

技術知識 

路徑相依程度 

涂瑞德（民 87）

、吳心慈（民

89）、陳弘睿（民

89） 

當創新類型不同，亦即技術知識路徑相依程 

度不同時，由於廠商對新產品開發所運用的

知識熟悉度有所差異，導致組織知識創造的

團隊類型也不同。 

技術知識 

系統複雜度 

Simon（1979） 

 

用系統中不可分解的單元來衡量複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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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2】技術知識特質彙整表  （續） 

Tyre（1991） 用一個新技術中的特徵及觀念數目、新奇程

度、錯綜複雜程度來衡量複雜度。 

Utterback

（1994） 

依照產品組成的零件數及製程特性分析系

統的複雜度，他認為組裝品與非組裝品的區

別，可以由零組件數目多寡加以判定，例如

噴射機與電腦為典型的組裝品，化學品及玻

璃則為非組裝品。 

Garud & 

Nayyar（1994） 

技術複雜度與技術在時間構面上的轉化能

耐（Transformative Capacity）有關。在選

擇時，當知識複雜度愈高，不確定性愈高，

所以需要更多的資訊以幫助選擇；在維持時

，當知識複雜度愈高，愈需要更多的資訊來

保存；在再生與綜合時，愈複雜的知識需要

愈多的資訊。 

李仁芳（民86） 純粹用零件數目來衡量不易區分其技術知

識複雜程度，建議以「技術層次高低」作為

衡量複雜度的指標。 

Miyazaki 

（1997） 

認為系統複雜度可以透過零件數目與零件

之間的連結關係來衡量。 

 

 

 

 

 

 

 

 

 

 

技術知識 

系統複雜度 

李仁芳、涂瑞德 

（民87） 

透過下列指標衡量技術複雜度： 

‧產品開發所需耗費的工時，即開發人數* 

參與人數（全職）。 

‧該公司整合的技術知識領域。 

‧技術層次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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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2】技術知識特質彙整表  （續） 

Garud & 

Kumaraswamy 

（1995） 

提出所謂技術的模組性，意指使組件可以分

別生產並替代使用，而不會降低其系統之完

整性。技術系統的模組化程度並不相同，視

其介面標準是在一個公司內，或涵蓋整個產

業。公司內的模組化，其組件只能在個別公

司內替代使用，而產業的模組化，則可使組 

件在不同公司間替代使用。 

Clark（1995） 認為模組化設計的方法可以將複雜系統分

離成可以單獨運作的零件，而模組化可以分

成三個層次：生產的模組化（ Modularity-in- 

production）、設計的模組化（ Modularity-in- 

design ） 、 使 用 的 模 組 化

（Modularity-in-use）。生產的模組化奠基

於高度標準化的零件，設計的模組化則進一

步使產品及生產體系可以分解成不同的獨

立單位，它們可以混合及配套來滿足一個完

整系統。最後，使用模組化則是指消費者可

以自由組合不同的配件。 

 

 

 

 

 

 

 

 

 

 

技術知識 

模組化程度 

Sanchez

（1996） 

認為標準化的零件介面在模組化的產品架

構中，是以一種嵌入式協調（Embedded 

Coordination）的方式替代使用管理權力協

調產品開發程序。並產生鬆散配套（Loosely 

Coupled）的組織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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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2】技術知識特質彙整表  （續） 

 

技術知識 

模組化程度 

李仁芳、花櫻芬 

（民87） 

以下列兩個構面進行模組化程度的衡量：技

術知識的可分割性、技術知識的標準化程

度。其發現技術的可模組化程度高時，產業

知識網路會傾向分散；反之，則傾向集中。 

Hedlund

（1994） 

比較美國與日本大公司的創新後發現：美國

的創新多屬突破型創新，日本則多屬漸進型

創新。主要原因在於日本公司吸收的知識多

半是成文化的外顯知識，通常是專利買賣後

，要藉由內隱的知識轉換過程成為公司的知

識，輸出的知識也多半屬於外顯知識，如海

外直接投資或直接外銷；而美國公司主要輸

入較複雜且成套的內隱及外顯知識，並透過

如機器般外顯的機制移轉知識（如清楚的組

織、員工的分工及部門的置換），且知識的

輸出不似日本般受限於外顯知識。 

 

 

 

 

 

 

 

 

 

技術知識 

內隱程度 

Nonaka & 

Takeuchi 

（1995） 

Nonaka 等比較日本與西方公司的組織知識

創造模式，以兩個跨國的專案：Nissan 

Primera 及 ShinCaterpillar Mitsubishi’s 

REGA 來說明西方公司與日本公司皆在跨

國的交流中受益。其中，西方公司強調外顯

知識，因此強調手冊與資料庫等外顯化的知

識；而日本公司強調內隱知識，認為知識是

不易言喻的，需要親身體驗，藉由實做與觀

察中學習，以習得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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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2】技術知識特質彙整表  （續） 

Edvinsson & 

Sullivan

（1996） 

將知識分為外顯（Codified）與內隱（Tacit）

兩種形式。外顯知識通常是可以寫下來、移

轉及分享，也可以透過相關法律如營業秘密

法、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積體電路

保護法加以保障，如果缺乏上述法律的保護

，外顯知識將很容易被模仿。反之，內隱知

識很難被具體描述而加以成文化（Codified）

，如果要有效移轉，通常必須透過在職訓練

或師徒制的方式。 

許月瑛（1998） 技術知識外顯程度愈高，則知識儲存傾向外

顯化，知識擴散傾向外顯化高之形式（如：

技術發表會等）。反之，技術知識內隱程度

愈高，則知識儲存傾向蓄積在人員經驗中，

知識擴散傾向內隱化高之形式（如：師徒

制）。 

 

 

 

 

 

 

 

 

 

技術知識 

內隱程度 

許興豪（2000） 技術知識內隱、外顯程度會影響組織知識蓄

積的方法。當技術知識外顯程度愈高，文件

是主要蓄積的方式，知識蓄積的成效會受到

文件化程度的影響；當技術知識內隱程度愈

高，人員是主要蓄積的方式，此時師徒制是

主要訓練員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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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2】技術知識特質彙整表  （續） 

李仁芳（民89） 組織的知識可分為科技（Technology）與專

屬性知識（Idiosyncratic）兩類。科技是經

系統性整理的知識，可在工作現場以外承包

傳授，並在多數組織皆適用；專屬性知識屬

於非系統性知識，是與特定時空有關的知識

，靠工作者在工作中不斷累積，並建構特定

溝通網路才可獲得，李仁芳稱之為「專質性

的人力資本」。 

 

 

 

 

 

 

技術知識 

專屬性程度 

Gilbert & 

Cordey-Hayes 

（1996） 

將知識分為操作性知識（Instrumental 

Knowledge）與發展性知識（Development 

Knowledge），操作性知識是做一項工作所

必須具備的基本知識，主要包含作業程序及

流程；發展性知識是對操作性知識加以深化

，包含工作自主、責任、職責、個人發展等。 

 

 

技術生命週期 

Hamilton & 

Singh（1992） 

新興廠商在技術初期所進行的技術改進，有

三個不同的階段：初始、選擇及定位。在初

始階段廠商會進行探索性研究；在選擇階段

會逐漸例規化；在定位階段會逐漸擴展到下

游的生產與行銷等活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賴建男（1998）；賴威龍（1998）；陳弘睿（2000）；
黃文輝（2000）；吳心慈（2000）；謝慶龍（2001）；高玉龍（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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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創新管理活動與程序 

 

關於科技創新的程序與管理，國內外已有不少學者從事相關的研究，

但是由於研究的重點不同，所以衍生出各種不同的模式。這些關於創新管

理的研究，大致上可以分成三類（Damanpor & Gopalakrishnan，1999）： 

 

1.技術創新與管理創新： 

主要的學者包括 Daft（1978）；Damanpour（1987）；Kimberly、

Evanisko（1981）。「技術創新」即與產品、服務、生產過程等企業主要

活動有關之創新（Daft 1978；Damanpour & Evan 1984；Knight 1967）；

管理創新則包涵組織結構及管理程序，間接地與企業主要活動相關之創

新（Daft 1978；Damanpour & Evan 1984；Kimberly & Evanisko 1981）。

其中包涵兩個重要的模式： 

  ‧組織延遲模式（Organizational Lag Model）：Evan（1996）根據 Ogburn

（1992）對於「文化延遲」的理論，認為企業組織的管理創新傾向落

後於技術創新，他進一步定義「組織延遲」即是當企業組織採用新的

技術與管理方法時，有一定比率的不一致性存在。 

  ‧對偶核心理論（The Dual-Core Model）：Daft（1978）認為技術創新

與管理創新是遵循著不同的過程發展。技術創新起源於核心技術，隨

著「由下往上」的程序進行創新；反之，管理創新源自於管理核心，

隨著「由上往下」的程序進行創新。Daft（1982）進一步認為，正式

化的組織結構較易使組織遵循著「由上往下」的管理創新路徑；而有

機式的組織結構則較亦遵循「由下往上」的技術創新路徑。 

 

2.產品創新與製程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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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相關理論的學者包括 Utterback、Abernathy（1975）；Barras

（1986）；Damanpour、Gopalakrishnan（1998）。所謂的「產品創新」

即符合外部市場或顧客需求的新產品或服務；「製程創新」則為組織為提

供產品或服務所採用的新流程或方法（Ettle、Reza 1992；Knight 1967；

Utterback、Abernathy 1975）。其中亦有兩個重要的模式： 

‧產品週期模式（Product Cycle Model）：Abernathy及 Utterback（1978）

提出 A–U模式，指出在產品推出的早期，產業中會有許多產品創新出

現，且持續增加而到達高峰。在這段期間，主要重點在產品的性能提

昇，因此產品的樣式頗多；之後，由於產品創新已達高峰，市場上逐

漸有「主流設計」（Dominant Design）出現，迅速地主導市場。也由

於「主流設計」的出現，產品創新率開始減少，而製程創新率逐漸增

加。當製程創新率使製程成本降到最低點時，製程創新率亦逐漸減少。 

‧反產品週期模式（Reverse Product Cycle Model）：荷蘭學者 Barras

（1986，1990）從服務及使用者的觀點來探討創新的過程，提出反產

品週期模式。他從 1960年代到 1990年代金融銀行業採用資訊科技的

觀察中，認為在第一階段中，科技最早是用來增加現有服務的執行效

率，例如 1960年代到 1970年代，銀行採用大型電腦來增加金融服務

的效率。第二階段即透過科技來改善服務的品質並增加效用，例如 1970

年代到 1980年代終端機及 ATM的出現，使得銀行的服務品質產生大

幅度改善。第三階段則運用科技來產生新的服務，例如 1980年代以後

電腦網路的出現，讓銀行、商店與住家透過網路連結在一起，因而可

以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務。 

 

3.突破式創新與漸進式創新： 

Dewar、Dutton（1986）；Ettlie、Bridges、O’keefe（1984）；Nord

、Tucker（1987）等人相繼提出相關理論。「突破式創新」通常以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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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為基礎，創造一個新的產業或使成熟產業的能力逐步增強。此種創

新亦會產生新的典範架構。「漸進式創新」則是在現有科技典範下，從事

改善績效或降低成本的創新，並有助於科技演進中「嘗試與錯誤」學習

經驗的累積。 

    關於創新管理相關議題的探討，最早由 Booz、Allen 及 Hamilton 於

1968年發展出六階段新產品開發程序模式（包括激發創新、篩選與評估

、市場機會分析、產品開發、市場測試與正式上市）。不過，如果就企業

管理與實際運作的角度來講，這樣的程序模式似乎太過簡化。Nonaka & 

Takeuchi（1995）從技術知識內隱程度的角度發展出組織知識創造螺旋

模式。他們後來結合原有的共同化、外化、結合與內化等創新活動，提

出五階段的組織創新模式。Leonard–Barton（1995）亦提出關於創新管

理的模式，包括共同解決問題、執行與整合新技術程序與工具、實驗與

原型試製、輸入與吸收外部知識等四個程序/活動。本研究就 Nonaka & 

Takeuchi及 Leonard–Barton做進一步的探討。 

 

一、Nonaka & Takeuchi（1995）的知識創造螺旋模式  

Nonaka & Takeuchi（1995）研究日本企業獨特的知識創造方式，發

現日本企業重視內隱知識（Tacit Knowledge），因為內隱知識根植於個人

的行動與經驗中，極為個人化且難以外顯化；反之，外顯知識則比較容易

透過文字和數字來表達，也可以藉由具體的文件資料、科學公式、標準化

程序，或者普原則進行溝通與知識分享。Nonaka & Takeuchi（1995）將

內隱知識定義為：無法用文字或句子表達的主觀且有形的知識，包括認知

技能和透過經驗衍生的技術技能。Nonaka & Takeuchi將知識創造區分為

四個轉換模式如圖【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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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隱知識            外顯知識 

共鳴的知識 

（共同化） 

觀念性知識 

（外化） 

（內化） 

操作性知識 

（結合） 

系統化知識 

圖【2-4-1】Nonaka & Takeuchi知識創造轉換模式圖  

《資料來源》：Nonaka & Takeuchi（1995） 

1.內隱至內隱（共同化）：指組織成員間內隱知識的移轉，即透過經驗分享

從而達到創造內隱知識的過程，例如心智模式與技術性技巧的分享。個

人可以不透過語言而自他人處獲得內隱知識。學徒即是透過觀察、模仿

和練習來學習大師的技藝，而非透過語言。在企業環境中，在職訓練基

本上運用的是同樣的原理，獲得內隱知識的關鍵在於經驗。缺少某種形

式的共同經驗，一個人將很難瞭解另一個人的思考過程。如果脫離了分

享經驗所賴以為繫的相關情感和特殊情境，僅是資訊傳遞將沒有多大的

意義。 

 

2.內隱至外顯化（外化）：此即將內隱知識明白表達為外顯觀念的過程，在

這個過程中，內隱知識透過隱喻、類比、觀念、假設或模式表達出來。

當試圖將意象觀念化時，通常會將其精髓訴諸語言。表達本人難免辭不

達意或前後矛盾，然而意象和表達之間的差異與隔閡，卻可以促進個人

間的互動和省思。知識轉換外化模式最常見於觀念創造的過程當中，並

由會談或集體省思發端。常用來創造觀念的方法之一，是結合演繹和歸

納兩法。當無法經由演繹和歸納等分析法適切地表達一個意象時，就必

須利用非分析的方法。這即是為何外化通常被迫使用隱喻和類比的原

因。領導者豐富的象徵性語言和想像力，是誘導出專案成員內隱知識的

內隱
知識 

外顯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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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因素。在四種模式中，外化更是知識創造的關鍵，因為它由內隱知

識中創造出新的、明確的觀念。若要有效地將內隱知識轉換成外顯知識

，必須連續地使用暗喻、類比和典範。 

 

3.外顯至外顯（結合）：即將觀念加以系統化而形成知識體系的過程。此模

式的知識轉化牽涉到結合不同外顯知識體系。個人透過文件、會議、電

話交談、或是電腦化的溝通網路交換並結合知識。經由分類、增加和結

合來重新組合既有的資訊，並且將既有的知識加以分類以導致新的知

識。學校教育多屬於此種形式。在企業的環境中，知識轉換的組合模式

最常見於中階經理人將企業願景、觀念或產品概念分為細目，並且加以

操作化。透過建立編碼資訊和知識的網路，中階經理人在新觀念的創造

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有創意地運用電腦化的通訊網路和大規模的資料庫

可以促進這類知識的轉換。 

 

4.外顯至內隱（內化）：內化是將外顯知識轉化為內隱知識的過程。此過程

與「邊做邊學」習習相關。當經驗透過共同化、外化與結合，進一步內

化到個人的內隱知識基礎時，它們即成為有價值的資產。以語言、故事

傳達知識，或將其製作成文件手冊，均有助於將外顯知識轉換成內隱知

識。 

Nonaka & Takeuchi（1995）認為組織知識創造是內隱知識和外顯

知識持續互動的結果，即組織知識的創造為一螺旋的過程，由個人層次

開始，逐漸上升並擴大互動範圍，從個人擴散至團體、組織，甚至組織

外及組織間，過程中不斷有共同化、外化、結合及內化的知識整合活動

，Nonaka & Takeuchi因此提出組織知識創造螺旋，如圖【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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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2】Nonaka & Takeuchi組織知識創造螺旋圖  

《資料來源》：Nonaka & Takeuchi（1995） 

 

二、Nonaka & Takeuchi（1995）的創新五階段模式 

Nonaka & Takeuchi（1995）提出組織知識創造過程包含五個階段： 

1.分享內隱知識：內隱知識主要透過經驗獲得，較無法訴諸言語。因此，

背景、觀點和動機不同的許多個體分享內隱知識，便成為組織知識創造

的關鍵步驟。要使分享產生效用，需要一個個人可以透過面對面地會談

與互動的範圍。在這個範圍內，他們可以分享經驗，並使身體和心智的

節奏同步。最典型的互動範圍是一個自我組織小組。在這個小組之內，

來自不同職務和部門的人員協力達成一個共同的目標。一個自我組織小

組可藉由小組成員必備的多種能力來促進組織知識的創造。 

 

2.創造觀念：內隱和外顯知識最強烈的互動發生在此。一旦分享的心智模

結合 

共同化 

外化 

內化 內隱
知識 

外顯
知識 

認識論構面 

知識層次 

個人 團體 組織 組織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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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互動的範圍內形成，自我組織小組便可以藉著進一步的持續性會談

將其表達得更明確。這個將內隱知識轉化成外顯知識的過程可以多種推

理方式來催化，例如演繹法、歸納法和誘導法。大量使用比喻性語言，

如暗喻和類比等誘導法尤其適用在這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觀念經由

集體會談而創造出來，且自主權使小組成員能自由發揮思考，並意圖使

所有人的思考朝向同一個方向進行。必備的多種能力使得小組能以不同

的角度或觀點來看事情，波動和混沌也協助成員改變基本的思考方式，

而資訊的重複則使小組成員可以更加瞭解比喻性的語言，並將分享的心

智模式具體化。 

 

3.證明觀念的適當性：個人或小組所創造的新觀念必須在某一階段加以確

認。此與過濾過程十分相似。在此過程中，個人似乎不斷地、下意識地

在確認或過濾資訊、觀念或知識。 

 

4.建立原型：在此階段已經確認的觀念將會被轉化為較有形或具體的原

型。在新產品發展的個案中，產品模型即可視為原型。由於這個過程相

當複雜，因此組織內各部門機動性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必備多種能力

和資訊的重複都有助於這個過程的進展。 

 

5.跨層次的知識擴展：組織知識創造是一個不斷自我提升的過程。新的觀

念經過創造、確認和模型化後，會繼續前進，在其他的本體論層次上發

展成知識創造的新循環。在跨層次知識擴展的互動和螺旋過程中，知識

的擴展發生在組織內部以及組織之間。 

 

同時外部為了有利組織的知識創造，組織必須營造有利的環境，根據

Nonaka & Takeuchi兩人的看法，有五種情況會有利於組織的知識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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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意圖：意圖即組織對目標的渴望，從組織知識創造的觀點而言，策略意

圖指發展組織能耐來獲取、創造、累積及運用知識，而企業策略最重要

的關鍵是將知識概念化進入管理系統中以便於執行。因此意圖也就是組

織想達成目的的企圖心。 

 

2.自主性：在情況許可下，所有組織的個別成員均應賦予自鋌行動的權力。

組織的自主性可以增加成員對組織的向心力，同時也強化成員的創新力

，並藉由自主團隊的形成，可以增加組織對特定任務的執行能力。在企

業組織當中最能夠創造個人自主性環境的有力工具就是自我組織小

組。這個小組應該是跨部門的組織，並由從事不同任務和部門的人員共

同參與。 

 

3.波動與創造性混沌：當環境過於穩定時，就無法激發出成員的創新力量

，管理者必須適度的創造變動，但如提出較高的目標等方式，以激發組

織成員的潛力。 

 

4.重複：重複可以從三方面著手：人員的能力、資訊的剩餘及部門的重複

等，讓組織更有彈性與潛力。 

 

5.必要的多樣性：組織若能讓所有人員都可以接近資訊，讓成員擁有豐富

的知識，使成員具有多樣性可以配合環境的變化，才能面對環境快速變

遷的挑戰。 

基於上述理論，Nonaka & Takeuchi（1995）提出組織知識創造過程五階

段模式，如圖【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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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3】組織知識創造過程五階段模式 

《資料來源》：Nonaka & Takeuchi（1995） 

 

三、Leonard–Barton（1995）的創新模式 

Leonard–Barton（1995）研究以知識為基礎的組織時指出，企業要具

備競爭優勢，必須建立本身的核心能力。他認為核心能力包括四個相互依

存的構面：員工知識和技能、實體技術系統、管理系統、價值觀和規範。 

‧員工知識和技術： 

包含企業專屬的技術和科學理念，至少有三種知識和技能構成這一

構面的核心知識–科學的（公用的）、產業特定的及企業專屬的。 

‧實體技術系統： 

不同專家在企業內日積月累的隱性知識，經過長時間的組合及整理

，自會具體表現在軟體、硬體及可接受的程序當中。由於知識的彙集與

五種有利的情境： 
意圖 
自主性 

波動／創造性混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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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多樣性 組織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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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來自多重的管理，因此整個技術系統的綜合效果大於各部份的加

總。 

‧管理系統： 

員工知識的累積係由企業的教育、報酬和激勵系統加以導引和監

督。這些管理系統，尤其是激勵系統，創造了知識取得和流通的管道，

同時對不合需要的知識活動設立障礙。也就是組織化的日常資源累積和

調度佈置。此構面較不明顯，但是激勵、教育計畫或升遷作業卻能誘發

有利公司的行為。重要的管理系統可能非常不正式，但仍能對企業的獨

特能力有所貢獻。 

‧價值觀和規範： 

體現於人身上，並深植於實體系統及管理系統的知識和技能，會因

不同企業的價值觀而展現相異的特質。某些企業價值觀是一般性的，大

抵適用於企業內的人際互動，或是對人生的一般看法。這種一般性價值

為「重大價值」，對於公司企業文化的貢獻極大。另外限於較狹窄範圍

的價值稱為「小價值」，不牽涉人性或人際關係，而著重於科技的選擇

、各種知識的價值，或是如何將一般價值加以作業化。就本質上來說，

「小價值」是行為規範。價值觀和規範決定應追求和培育何種知識，以

及何種知識創造活動可被容許和鼓勵。 

Leonard–Barton（1995）認為組織除了是知識的儲存庫外，同時亦可

以產生與創造知識；組織亦藉由知識創造的活動，建立組織獨特的能耐。

他提出四種主要的創新活動，可以創造與擴散知識，如圖【2-4-4】： 

1.共同解決問題 

個人和組織的創造力容易受限於背景、訓練，以及解決問題時所偏好

採用的方法。因此組織的成員易受限於「招牌技巧」（即人們偏好用來界

定自己的職能力）。而創造性摩擦則是核心僵化與招牌技巧的解毒劑，因

為它可迫使組織不斷重新檢視當時的主導觀點。然而，創造性摩擦並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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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發生，必需有賴組織的精心規劃。為了確保個人之間無可避免的認知

衝突所產生的能量，能夠被導引至創造性的知識創造活動，而非不具生產

力的個人戰爭，經理人必需鼓勵員工擁有整合技巧，而其自身也必需培養

這類技巧。這類的技巧包含了T型技巧和A型技巧。所謂具T 型技巧者，是

指個人會隨著經驗的成長而可以用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專業「語言」，同時

又能以不同的觀點來看事情。當問題的解決需要橫跨不同專業知識，或需

要理論和實務的綜合運用時，對於T 型技巧的需求就會湧現。擁有這種技

巧的人通常可以靈活運用知識來解決問題，而不囿於問題應以某種容易辨

視的特別方式。由於廣泛運用與職務相關的知識經驗，他們也具有整合增

效的思考能力。而具A型技巧者是指同時擁有兩種專業知識，因此具備「兩

種學科優勢」。另外，對於具有單一專業知識的傳統經理人，則稱為I型技

巧者。 

解決問題 

實驗 

輸入知識 執行與整合 
 
實體系統 

管理系統 

技術與知識 

價值 

圖【2-4-4】核心能耐的四個構面與四種主要創新活動 

《資料來源》：Leonard–Barton（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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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執行與整合新技術程序及工具 

將專屬的知識和製程工具及方法整合，也能提供潛在的競爭優勢。然

而，這些工具的執行過程必須被視為創新專案的一部分，而非僅是計畫的

執行。在設計過程當中，製造工具的使用者可以提供很多值得加以整合的

知識。透過使用者參與與相互調適的方式，可以促進跨越組織間的知識流

通，整合並執行創新程序及工具。使用者參與就是使用者參與專案或是新

技術系統的開發，透過此種方式可以將使用者專屬的知識融入其中，使用

者也較能夠接受改變。不過，使用者參與應該加以細心管理，因為由非典

型、毫無興趣，或者只重視短期結果的使用者身上所護得的知識，不但可

能無法提高，反而會損及新製程工具的設計。依據使用者參與的程度可分

為四類： 

‧交付模式或是隔牆交易： 

開發小組在沒有任何使用者的規格或甚至在使用者未曾表達需求

的情況下，即自行開發工具，開發完成後，交付一整套的工具給使用者

，有時連訓練或手冊都沒有，純粹是兩團體之間的隔牆交易。當使用者

和開發者的思考模式和技巧均極為吻合的情況下，產 

品觀念源自開發者對自我需求和慾望的了解，因此不需透過與使用者之

間的互動，就能隔牆互動得到滿足。但是符合這類的情形相當罕見。由

於開發過程中沒有使用者的回饋，只有單向的資訊流通，開發者可能無

法正確預測使用者的需求，使用者也可能不具備整合新工具和工作環境

的技巧，而無法了解新工具的潛力。 

‧諮詢模式： 

相信定期向使用者徵詢有關特色和功能的看法，就能有足夠的機會

獲得使用者的意見和回饋，常用的方法有問卷、討論小組和購物中心研

究等市調技巧，或是藉由技術系統的原型或是和舊模型的互動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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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將知識予以規格化。其中的使用者團體被視為需求各異的客戶，有權

影響但卻非引導發展。由於產品已存在市場上，且使用者對其功能也相

當熟悉，他們輕易就能發現自己的需求並提供改進的意見，也就是說使

用環境的工作程序建立的相當完整，且該領域的相關知識也已系統或制

定書面規定，這時開發小組通常不認為需要使用者的加入。這種互動模

式適用於當延伸的產品線以既有的客戶為對象時，或是將工作程序標準

化，並進一步的自動化或電腦化時。但不論這種訪談的技巧有多精細，

它們僅能挖掘受訪者已知或有能力表達的需求和渴望，此外，當使用者

團體數目愈多，任務就愈複雜。 

‧共同開發： 

在共同開發的專案中，使用者是開發小組的一員，他們全程參與，

來協助知識的開發，對新工具的設計影響頗深。不僅適用於新的尖端科

技系統，更能成功開發全新生產系統（新科技系統及工作程序的重新設

計），使用者參與共同開發的優點和重要性，已無庸置疑。而共同開發

適用於：（1）開發者不確定其系統會和工作程序產生何種互動；（2）使

用者一開始不確定如何重新設計工作，才能完全發揮新科技系統的潛

力。使用者富有創新能力，同時能夠預見公司未來的方向，那麼合作專

案的成功程度，可能遠超過使用者或開發者的預期；但使用者過度參與

的風險是：使用者可能沒有足夠的遠見來引導專案，使用者可能會帶領

開發小組把已經快過時的程序自動化。 

‧見習模式： 

使用者利用本身工作情況的知識，全權負起建立新工具所需專技的

整合，他們常請教工具設計人員，實習見習以便開發和建立系統，開發

人員多扮演教師的角色，而非提供者的角色，見習的使用者自行在腦海

裡整合所獲得的知識，並擴展個人能力，他們時常接續扮演開發人員的

角色，但是使用者則必須願意投資足夠的時間和資源，以成為相關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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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家。此外，使用者團體可能會拒收見習人員所開發出來的創新知

識。雖然只要符合若干情況，上述四種使用者參與模式均有成功的機會

，但只有共同開發和見習模式牽涉到整合兩個迥異團體–軟體開發和使

用者的知識。除此之外，見習模式對於使用者組織的衝擊，相對也較低。

見習的使用者自行在腦海裡整合所獲得的知識，並擴展個人的能力；他

們時常會接續扮演開發人員的角色。不過，見習人員對於開發人員的團

體卻不會有太大的影響，而使用者團體也可能拒收見習人員所開發出來

的創新知識。這種情況對於企業創新能力的提昇並無多大助益。 

最大的競爭優勢可能來自於相互調整的過程–科技和使用者環境相

互調適，以期開發所有的潛能。能夠同時應用使用者參與和相互調適的經

理人，較可能由製程創新中獲得可觀、並可持的成果。 

 

3.實驗與原型試製  

透過實驗與原型的組織學習方式，企業可以朝既定的方向改善其能

耐。管理者有下列三項任務促成實驗與原型： 

‧塑造一個允許與鼓勵實驗的氣候，正視失敗所帶來的幫助，鼓勵「智慧

型失敗」的產生。 

‧實際進行許多實驗與原型試製。 

‧設立從這些活體中學習的機制，可以藉由專案審查及流程檢修的方式進

行組織學習。 

在超越認知與職能障礙的整合性問題解決方式中，Leonard–Barton

（1995）認為最中立，但也是最具啟發性的問題解決機制之一，就是產品

模型或原型，因為它們可以充當「界限物品」（boundary object）。界限物

品有足夠的彈性來適應當地的需要，以及不同使用團體的限制，其強韌度

也足以維持全面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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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輸入和吸收外部知識 

當公司發現重要的策略性資產沒有或是不能從內部取得時，「能耐落

差」即出現。這時公司就必需從外面獲取知識。外部科技知識的來源很多

，公司需培養吸收知識的機制，判別知識的可移轉性與可用性，且必須有

管理此類活動的能力。 

Leonard–Barton（1995）指出，僅有少數的公司能夠完全的自行發展

核心能力，大多數的公司皆需要藉助外界的知識。因此，公司有效、成功

地吸收外界技術知識對公司來說是很重要的。他進一步指出，技術知識可

能有以下的外部來源：顧問、顧客、國家實驗室、供應商、大學、其他競

爭或非競爭公司。圖【2-4-5】即為 Leonard–Barton（1995）所指的科技

知識的外部來源：  

 
圖【2-4-5】科技知識的外部來源 

《資料來源》：Leonard–Barton（1995） 

組織外界吸收機制的不同方式，還與所欲取得的知識有無潛在利益，

或者是否可讓公司用以增加競爭力有關，例如技術觀察、非獨家代理以及

研發契約，可能是一些預期不會產生新的能力的技術知識來源所使用的吸

收機制。圖【2-4-6】為尋找科技來源的機制： 

技術知識 其他非競爭公司 

其他競爭公司 

大學 
供應商 

國家實驗室 

顧客 

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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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6】尋找科技來源的機制 

《資料來源》：Leonard–Barton（1995） 

 

四、小結 

    以上有關科技創新的程序，學者之間因為研究重點的不同而衍生出不

同的模式。不過，在所有創新程序的模式中，似乎以早期 1968 年 Booz

，Allen & Hamilton所發展出來的六階段新產品開發程序模式（包括激發

創新、篩選與評估、市場機會分析、產品開發、市場測試與正式上市），

最為眾人所接受及容易理解。不過，如果就企業管理與實際運作的角度而

言，這樣的程序模式似乎太過於簡化，最主要的問題是此階段程序並未呈

現出真正的創新活動。此一缺失在後來很多修正過的模式都仍存在的（包

括後來 Clark & Wheelwright 於 1993 年所提出來的模式）。Nonaka & 

Takeuchi（1995）雖然後來亦提出五階段模式，但是，該模式基本上仍比

較偏向知識「流通」，而非真正的知識「創造」。因此，本研究認為

Leonard-Barton（1995）所提出來的創新模式才能夠同時結合創新程序以

及創新活動與行為，因此，本研究將以此模式作為研究的基礎。 

高 

高 低 
低 

承

諾 

新能力 

新產品

／製程 

管道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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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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